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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

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罗马书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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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是怎麼一回事？ 
吳家興牧師 

基督徒在傳講福音時都會提到，福音就是好消息；為

什麼說是好消息？因為按著上帝的啟示，我們與上帝只有

兩種關係，一個就是不被定罪，要不然就是定罪(約三 18)。

福音的好消息就是說我們跟上帝的關係可以因著耶穌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贖罪恩典，而不被定罪(羅五 16；八 1) ，因

信稱義，重新與上帝和好。並且當這個關係一旦變成我們

實際的經驗後，在我們裡面就會產生一個極大的愛和力量，

我們的生命就會不再一樣了！對於一個真實經歷過耶穌基

督赦罪、饒恕之恩的信徒來說，福音確實是個好消息，不

僅在耶穌基督裡找到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更是尋著了人生

的目的與方向，有平安、有喜樂、有盼望。 

實際上，信不信福音從人的情感上來看是好與不好的

事，而從理智上來說也是對與不對的事！聖經的話告訴我

們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榮耀」(羅三 23)。上

帝因著愛造了我們，更是照著祂的形象和樣式造了我們，

使我們與其他受造之物不同，可以與神相交，並且也受囑

咐去管理祂所造的世界，在地上作神的代表。這是何等尊

貴、榮耀的身份！但因著罪的緣故，人受撒但的引誘，選

擇犯罪、離開了神，以至於神的忿怒臨到我們眾人身上，

畢身難逃上帝公義的審判。這就是我們命定的結局。 

不但如此，人在罪孽中依然倚靠自己的聰明，「雖然

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祂，不感謝祂」(羅一 21)，任著

自己剛硬不悔改的心，藐視神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

不認罪，抑或為自己尋找脫罪的辦法(參羅二 1-6)，殊不知

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夠在聖潔、公義的神面前誇口、稱義(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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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9、20)。在上帝的眼中，我們都是罪證確鑿、罪有應得

的不義之人，因為我們沒有活出祂原本造我們樣式、「虧

缺了神的榮耀」。正如詩人所說的：「主—耶和華啊，祢

若究察罪孽，誰能站得住呢」(詩一百三十 3)﹖ 

罪的問題阻隔了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而當這關係破

壞了之後，人與受造之世界的關係(包括人與人、人與自己、

以及人與世界之間的關係)也受到傷損。這就是罪人的光景。

沒有一個(罪)人可以救我們，而我們也無法自救。赦罪的

權柄惟有來自被得罪的上帝，這就是福音，神為我們預備

了救法：因基督耶穌(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的替罪代贖，

將義人的身份給予凡相信耶穌基督的人。誠如祂的使徒所

說的：「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

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四 12)。祂是通往上帝

那裡去的唯一橋樑，在祂裡面有永不改變的救恩真理，以

及存到永遠的超然生命(約十四 6)。 

福音除了是好與不好、對與不對的事之外，在意志上

也是要與不要的抉擇。聖經上說：「凡接待祂[耶穌基督]

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約

一 12)。這就是福音，一個原本在上帝面前該受永遠懲罰的

人，既然可以因信耶穌基督，蒙神的恩典，白白地稱義(罪

得赦免、符合上帝的要求)，享有作上帝兒女的身份與權柄！

人不能作甚麼得到這救贖的恩典，唯一能作的就是相信，

並且認罪悔改，將生命主權移交給主，順服祂，過聖潔、

榮耀神的生活。神的話語明確地告訴我們說：「父愛子，

已將萬有交在祂手裡。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

著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約三 35-36)。 

這福音雖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麼能夠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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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和祈禱 

甘志聰牧師 

《約翰福音》十五章七節「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

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

就。」提醒我們一件事：要在主裡面，與神親近。这样，

我們所讀的聖經才可以常在我們裡面產生作用，以致我們

的行事為人得以改變，我們的祈禱得蒙應允。讀聖經要理

性明辨信息，也要感性回應恩主。要回應，就必要思想；

回應了，就更會把神的話藏在心裡，這也是我們尋求神心

意的途徑。本期談談怎樣把讀經變成祈禱，或是讓經文直

接成為祈禱。 

耶穌在十架上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

我。」（太 27:46）是直接用《詩篇》廿二章一節。馬利亞

的尊主頌（路 1），好似是以哈拿的祈禱（撒上 2）所引發：

「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路 1:47）和「我的心因耶和

華快樂」（撒上 2:1）「他的名為聖」（路 1:49）和「只有

耶和華為聖」（撒上 2:2）；路 1:51 和撒上 2:3；路 1:52 和

撒上 2:4；路 1:53 和撒上 2:5。 

《詩篇》就是祈禱，所以诗篇最容易、也最直接可以

讓經文成為我們自己的祈禱的内容。試舉一些熟悉的例子，

引發大家讀詩篇，用詩篇來祈禱。 

稱頌神的恩典、祈求祂的憐恤 

主阿，你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

盛的慈愛和誠實。求你向我轉臉，憐恤我，將你的力量賜

給僕人，救你婢女的兒子。（詩 86:15-16） 

報答神的厚恩、稱揚祂的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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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

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我要在他眾民面前向耶和華

還我的願。（詩 116:12-14） 

承認我的過犯、領受神的赦免 

我向你陳明我的罪，不隱瞞我的惡，我說：我要向耶

和華承認我的過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惡。（詩 32:5） 

感謝神的拯救、歌唱祂的偉大 

來阿，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

我們要來感謝他，用詩歌向他歡呼。因耶和華為大神，為

大王，超乎萬神之上。（詩 95:2） 

數算神的奇事、陳明祂的意念 

耶和華我的神阿，你所行的奇事，並你向我們所懷的

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陳明，若要陳明，其事不可勝數。

（詩 40:5） 

切慕得見神、渴想永生神 

神阿，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

就是永生神，我幾時得朝見神呢。（詩 42:1-2） 

高舉耶和華、讚美至高者 

耶和華超乎萬民之上，他的榮耀高過諸天。誰像耶和

華我們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處，（詩 113:4-5） 

 

 

 

 

 

 

耶稣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有

信心，不怀疑，不但能作我对无花果树所作的，就是

对这座山说‘移开，投到海里去’，也必成就。你们

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都必得着。”  

马太福音 21:21-22 

 

http://dict.lambook.com/%E8%80%B6%E7%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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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自己的父母？ 
甘志聰牧師 

問題： 

我們不是要愛嗎？為何家人變仇人（彌 7:6）？《路加

福音》14章 26節甚至說：「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兒

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耶

穌來怎會「叫人與父親生疏」（太 10:35）呢？ 

經文： 

因為兒子藐視父親，女兒抗拒母親，媳婦抗拒婆婆，

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彌 7:6)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

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

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

自己家裡的人。(太 10:34-36) 

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

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愛我勝過愛原文作恨〕(路 14:26) 

回答： 

這些經文比較容易使我們困惑和不解，甚至是誤解。

耶穌來不是要帶給我們太平，而不是刀兵嗎？天使不是高

聲唱「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路 2:14) 嗎？保羅

不是要「傳和平的福音」(弗 2:17,徒 10:36) 嗎？ 

首先，耶穌不是說「我來不是帶來太平」，乃是說

「我來不是叫地上太平」。耶穌來，不是要改變社會，使

得社會太平。耶穌來，乃是帶來人神之間的平安。猶太人

很看重這要來的君王是「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以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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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9:5-7)，耶穌所說的這些話，就更加使他們認為耶穌必

定不是這位彌賽亞，但在這個敗壞和罪惡的世代，真正和

完全的平安只有耶穌才可以賜予。 

這裡的「叫」可以有兩個解釋。一是結果：因為耶穌

來了，地上便會不太平；二是目的：耶穌來為要使地上不

太平。第二個解釋與其它經文有矛盾，顯然是錯誤的；而

第一個解釋正符合了耶穌來到人世間，必會影響到整個人

類社會這一事實。耶穌來了，有人聽了福音而相信，有人

不相信。信主的人生命有重大改變，從生活習慣到價值觀

念都全然不同。這些改變難免會造成信與不信的人之间的

距離，甚至家人也難免不會受到影響。距離越大，生疏也

越大。這個生疏乃是由於人對耶穌的不同回應造成的，不

是耶穌「叫」他們生疏，更不是耶穌吩咐他們要生疏。因

此，這與耶穌吩咐我們要愛人沒有矛盾。首先，生疏會由

最親密的關係開始，因為信仰影響到生活每一個細節，自

然會有分歧；然後蔓延到朋友當中，再到社群。這些信仰

和屬靈上的分歧，久而久之，甚至可能成為生活和屬靈上

的敵人。真正跟隨基督的人，也是不能避免的。 

原文用「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

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 14:26）是一種

文學修辭手法，是用“恨”世人所最爱（也是应该爱的）

的来反衬对耶稣极致的爱。对耶稣的爱应该远远超过对亲

人和自己性命的爱；与对耶稣的爱相比， 对亲人和自己性

命的爱近乎恨。耶稣用这种强烈的对比，为的是使听者震

撼，从而能够领受。所以主的这句话看似矛盾，实际是大

有深意的。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

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罗马书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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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美好超越一切 
歡然 

美好是黑暗中的光，美好是美食中的鹽，美好是上帝

的愛，美好更是三位一體的上帝本身…… 

托爾斯泰寫

過一本《天國在

你們心中》，我

買的時候還未信

主，沒怎麼讀。

從題目看就覺得

抽象，就像當時

沒辦法讀懂聖經

一樣，我無法讀

懂這本書。 

後 來 信 了

主，才知道“天

國在你們心裡”

出自福音書中耶

穌的話。經歷了

信主後的心路歷

程，我才知道這

並不抽象，因為

主的聖靈就住在我們心裡，我們心裡有上帝坐寶座、掌王

權，我們的心田就是天國的國土，我們就是天國的子民。 

救恩的美好 

有一次，牧者讓我們每個人用一個詞描述上帝在我們

心裡的樣子，有人說是王，有人說是神聖……我說是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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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讀了《詩篇》，居然有三個地方說到上帝的名本為美

好，分別在第 52篇 9節、第 54篇 6節和第 135篇 3節。那

麼，我是否可以說：美好住在我心裡？ 

在經歷了人生種種磨難之後，即便我想要美好，想要

自由，也會擔心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大三那年，我抑鬱了，完全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

似乎再也活不下去。在我絕望幾近自殺的日子裡，我抓住

了耶穌，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但其實我並沒有信心，不

敢想他真的會救我，只是想試試看。老阿姨對我說：自殺

的人不能得救，因為犯了殺人罪，又沒有機會悔改。 

於是，每當自殺的念頭襲來，我就向耶穌求救，在特

別艱難的時刻，我似乎只能作最簡單的禱告，反复呼求

“耶穌救救我！”有一次，我站在 6 樓走廊上，抗拒著自

殺的念頭，禱告說：“主啊，你若要殺我，就動手吧，但

我絕不自己動手殺死自己。”主並沒有動手，於是我更堅

定地知道了，那個誘惑我自殺的靈，絕不是上帝，我可以

斥責他退去。上帝實在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拆穿魔鬼的謊

言，讓我知道，如果自殺，只能萬劫不復，而非一了百了。 

美好的源頭 

曾經很不理解，大多數基督徒身上為什麼有一種特殊

的美好，與一切的黑暗、污穢、鄙俗相反，你能感覺得到，

卻很難描述。他們身上散發著溫柔、謙卑、喜樂、良善、

誠實、公義的馨香。 

當我也跟上他們的腳步，成為基督徒。從似懂非懂，

到終於明白了那些屬靈語言。我知道，我重生了，我裡面

從此有了一個新生命——上帝的生命。我這才知道，原來

他們的美好源自上帝！ 



 

 
 

文摘                9 
 

自從亞當夏娃犯罪，被趕出伊甸園，人就與上帝隔絕，

漸漸淡忘了上帝愛人的方式，也忘記了還有一位上帝。是

上帝主動差他的兒子耶穌基督道成肉身，被釘死在十字架

上作為贖價，代替我們這些罪人死了，我們才有了回到上

帝面前的通路。上帝愛人的方式如此慘烈！但受恩惠的一

方——我們這些罪人，卻有很多人不領情，甚至覺得這救

恩匪夷所思，這種愛很愚拙，或者否認上帝的存在，說那

一切不過是傳說。 

但上帝紀念曾經在伊甸園裡，他與人類親密相交的甜

蜜時光，並且力圖恢復這種關係。他在人心裡留下良心，

在人周圍設立美好的大自然，不斷提醒人要轉向美好的創

造者——天地萬有的主宰——上帝。 

在我剛剛與上帝恢復關係的時候，我重新認識自己，

並自覺慚愧，因為上帝是那麼聖潔慈愛，他無所不能。所

以，他能用耶穌的寶血洗去我身上所有的罪污。他又是無

所不知的，我曾有過的每一個污穢念頭，亦或是做過的任

何污穢行為，沒有能逃過他的眼睛的；他的公義不允許我

的任何不義留在他的面前，於是我需要天天來到他的面前，

認罪悔改，他便潔淨我，不再紀念我的罪。而且他差聖靈

藉著聖經教導我當如何行。 

就像蛋殼破了，小雞才能孵出來；種子裂開，新苗才

能長出來一樣。我這個人舊有的一切，也要被破碎才行。

即便我已經有了上帝兒女榮耀的身份，但我發現，我依然

有一顆脆弱的心靈。其實不信主的人大多不敢以真面目示

人，甚至不敢面對真實的自己，堅強只是為了掩飾心中的

痛苦、軟弱和孤獨。多少人迷失在追求功名利祿中，不知

道自己需要救贖，需要歸回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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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中的美好 

愛情美好，但最愛你的人也總有使你失望傷心的時候，

因為他是有限的，無法完全認識你、滿足你。上帝卻不同，

他是愛的源頭，他知道愛情最正確的打開方式。而且他知

道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且能正確滿足我們。 

教育惠及後代，是一件美好的事。但因著人的有限，

因著魔鬼對人靈魂的誘惑和影響，人在教育中只能得到知

識，而不能得到不犯罪的自由，聖經說：“知識是叫人自

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參《哥林多前書》8:1）。

只有被耶穌的福音真正惠及的人，才能進入美好的國度。

也只有耶穌的真道才能使迷路的教育歸回正途。 

捨己救人，是美好的，但被救的人最終都有離世的一

天。只有耶穌的捨己救人才能徹底救人的靈魂脫離死亡。

聖經說：“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

的。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

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馬書》5:7-8） 

藝術家創作的藝術品是美好的，發明家的發明創造是

美好的，設計家的奇思妙想也是美好的，但他們哪一個不

是在效法上帝所創造的這個美好世界呢？不承認有上帝的

人會說他們是效法自然，但自然也是上帝所造，人能產生

奇思妙想的大腦也是上帝設計並創造的。 

我們很多時候，會表達真善美，是因為我們是上帝按

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們天生就像他。 

美好是黑暗中的光，美好是美食中的鹽，美好是上帝

的愛，美好更是三位一體的上帝本身，“耶穌說：我就是

道路、真理、生命。”（參《約翰福音》14:6 ） 

上帝的美好，實在超越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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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督聯合 
日立 

幾乎所有基督徒都會面臨這樣的困惑：我明明已經得

救了，而且聖經應許說我會有一個豐盛的生命，可是常常

發生的情況是，我很難勝過試探，常常在過一個軟弱的生

活。 

關於以上情形，我們想過“與基督聯合”這個在信仰

中極其關鍵的真理嗎？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第三卷的

一開始就點出“與基督聯合”在信徒生命中的重要性。他

說：“首先，我們必須明白，只要我們仍與基督無關、與

祂隔絕，那麽基督為了人類的救恩所遭受、所行的一切，

對我們就沒有任何益處。”也就是說，沒有與基督聯合，

就沒有基督教信仰裡的一切。 

一、 與基督聯合的定義 

聖靈怎樣將基督所買來的救贖運用到我們身上呢？ 

托馬斯·文森特對這一問做了詳細的解釋：基督與我

們的聯合是藉著基督，我們與基督合一。“但與主聯合的，

便是與主成為一靈。”（《林前》6:17） 

我們與基督聯合：從上帝一方來說，是藉著聖靈，上

帝由此吸引我們，使我們與基督聯合。“若不是差我來的

父吸引人，就沒有人能到我這裡來的”（《約》6:44）從

我們一方來說，是藉著信心，我們由此而來到基督面前，

信靠祂，從而與祂聯合。“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

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弗》3:17） 

二、 與基督聯合的涵義 

與基督聯合這個概念，在聖經裡出現最多的就是保羅

的介詞短語“在基督裡”。蘭金·威爾肯把“與基督聯合”

區分出三個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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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涵義是“基督代表了我們”，就如大衛和歌利

亞作為各自軍隊的代表出征決定戰爭勝負一樣。足球比賽

中，那些坐冷板凳的隊員，在自己的隊伍勝利後，哪怕他

們一分鐘都沒有上過場，也會拿到獎牌的。因為他們的隊

友代表了他們——我們都是一秒鐘沒上過場的“板凳隊

員”，單單因著與基督的聯合，祂就在天父面前代表了我

們。 

第二個涵義是“我們藏在基督裡”。威爾肯說了一個

例子，他認識一位在迪斯尼扮演米老鼠的朋友。這個朋友

是一個本身很想討人喜悅的人，平時老是想做一切事情讓

人喜歡她，可是常常事與願違。她在迪斯尼扮米老鼠的工

作幫助她悟到“與基督聯合”的道理。她發現不管她長相、

品行、收入、學歷如何，在這份工作裡都無關緊要，因為

人們瘋狂地喜歡她所扮演的角色。這種喜愛，完全不是因

為她有多好、多可愛，而是她外面的米老鼠有多好、多可

愛。 

第三個涵義，是“基督在我們裡面”。基督借著祂的

聖靈內住在我們裡面，不僅帶給我們一個榮耀的盼望，也

帶給我們一個前所未有能夠擊開罪惡捆鎖的能力。這不是

外表的變化，而是本質的變化，有了基督的能力內住。 

三、 應用“與基督聯合” 

與基督的聯合給我們帶來的是什麽？加爾文說到與基

督聯合帶給我們最重要的是雙重的恩典，即稱義和成聖。 

1.稱義 

我們的罪完全被赦免。這是一個在法律層面的宣告。

上帝的審判本來要將你定罪，按罪行懲罰。然而，因著我

們與基督的聯合，被祂代表，藏在祂裡面，我們一切的罪

都被上帝所赦免，祂看到的是基督的義，只因為祂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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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面，像衣服一樣把我們

遮蓋，如此祂就不僅為我們

承擔了犯罪的刑罰，也為我

們成了在審判之上帝面前的

義。 

路德在《基督徒的自

由》一書裡對於“與基督聯

合”的真理，有一段感人至

深的論述。他講到：“因為

基督既是新郎，就將祂的新

婦所有的都歸於自己，而將

自己所有的都給祂的新婦。

因為祂既將身體與整個的自

己給她，怎會不將祂一切所

有的都給她呢？祂若接受了新婦的身體，又怎會不接受她

一切所有的呢？” 

2.成聖 

與基督聯合的第二重恩典是成聖。許多人對成聖的認

識有一個誤區，就是認為成聖是漸進性的，但是實際上很

重要的一環被他們忽略了，就是決定性的成聖也已經因著

我們與基督的聯合而賜下了。 

因著基督的復活，他擊敗了死亡，也因此把成聖的能

力在與他的聯合中給了我們，拯救我們所有的人脫離了罪

的管轄。所以保羅在《羅馬書》第 6 章才會說你現在已經

不是罪的奴隸了，不要再把你的肢體獻給罪做器皿。決定

性的成聖是什麽意思呢？就是基督從死裡復活的能力，不

但顯明了他完全勝過了罪和死，同時也因著我們與他的聯

合，讓我們擁有脫離罪之權勢的決絕、不可逆之反轉的能

力——我們不再是罪的奴仆了，我們對罪而言是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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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藉著信心與基督聯合，你就再也不會失去這種能力。

因為你已經在本質裡被改變了。 

可是為什麽老有人說，我信了主還是很軟弱呢？因為

“有能力”和“是否會使用這能力”不是一回事，就像有

武器和會用武器是不一樣的；此外，“有能力”、“能使

用這能力”和“是否願意用這能力”也不一樣，就像有武

器也會用武器和是否願意用也是不一樣的。因此，稱義是

不需要操練的，但是成聖是需要操練的，因此在成聖中就

還有“漸進性的成聖”——聖經在很多地方就是我們操練

漸進性成聖的指南。 

聖經鼓勵我們要在上帝的恩典裡成長，要長得滿有基

督的身量樣式，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一旦信了主，基督的

義袍就已經給我們穿上，但是，我們就像穿了爸爸衣服的

小孩子一般，雖然穿著但是還不合身，要等孩子的身量長

大，才能撐起這件大人的衣服。 

所以，保羅說我們是“披戴”基督——我們已經與基

督聯合，但是我們同時也要不斷長大，越來越像他。但是，

長大的快慢、成長質量的好壞、並不會影響我們與他的已

然發生的聯合。 

四、 不可斷裂之聯合 

那我們是否會失去與基督的聯合呢？絕對不會！對於

這個聯合最讓人震撼的經文在《羅馬書》第 8 章：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

苦嗎？是逼迫嗎？是饑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

是刀劍嗎？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

我們如將宰的羊。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

上已經得勝有余了。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

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

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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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羅》8:35-

39） 

無論何事都無法將你與基督的愛隔絕。如果基督如此

強烈和穩固地把我們拉向他自己，那面對這世上的任何破

碎和打擊，我們還有啥可以懼怕的呢？沒有比與基督聯合

更重要的事情了，這是整個救恩的中心。 

這個真理會給你每天的生活帶來希望和目的，它會改

變你的生命。正如有人说：“與基督聯合有什麽實際的好

處呢？最大的好處就是這個真理可以給你的心帶來無比的

安慰！想想有一天你十分低落、因為某些事情非常沮喪，

可是我盼望你可以去思考與基督聯合這個真理，讓在永恒

裡與上帝團契的這種安息現在就能影響你，讓你得到安

息。” 

我們該做什麽才能讓我們常住在基督裡，牢牢抓住這

個“與基督聯合”的真理呢？威爾肯用了一個駕駛帆船的

比喻來說明我們該如何行：我們每日不斷地用真理提醒自

己，用這些方式去操練與基督聯合，就像是帆船水手訓練

自己順著風向揚帆一樣，然後熟能生巧，慢慢地這個技能

就會變成你在各種風浪中自然的反應。而與基督聯合，從

上帝的那一方而言，是需要聖靈來做工的。聖靈就像揚帆

過程中的風一樣——我們無法控制風（聖靈），但是我們

能夠控制自己如何跟隨風。許多想要用各種努力來使自己

討得上帝歡心的基督徒，就像愚蠢的水手對著風帆吹氣一

樣，這是無法讓風帆移動半步的。 

我們要操練和控制的就是如何跟隨聖靈——也就是從

聖經中學習漸進成聖的功課。基督徒不能坐在已然稱義的

基礎上吃老本。上帝的歡心、喜悅、愛已經因著與基督的

聯合完全給了我們了，我們現在要操練成長，使自己可以

揚帆前進，當這個操練越來越熟練之後，我們就能更加享

受與基督的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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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是什麼？ 
慕容 

基督徒常常把“上帝的恩典”掛在嘴邊。有人說，

我們常常歌唱恩典，談論恩典，但是很少有人去思考、

去探究，到底什麼才是基督教信仰裡面的“恩典”。 

在雨果的小說《悲慘世界》中，好心的主教收留了

又冷又餓的冉·阿讓，當時冉·阿讓握有囚犯身份證明，

一般人對他都是敬而遠之，但是主教卻對他沒有流露出

絲毫地輕蔑、鄙視和懷疑。可是萬萬沒有想到，冉·阿

讓不但沒有因為主教的仁慈而感恩，反而在看到教堂中

的銀器後，就順手牽羊，將銀器偷走了。當冉·阿讓再

次被抓住後，主教並沒有指證他，而是帶著憐憫的心把

兩支銀燭台給了他。 

冉·阿讓偷竊了銀器，理當被逮捕判刑，但是主教

卻寬恕了為解決生存問題而喪失了尊嚴和希望的冉·阿

讓。對於冉·阿讓來說，主教的饒恕就是“恩典”，因

為他應該受到的是刑罰，並且他也沒有任何的資格換來

主教的饒恕。 

我們從這個例子看到恩典的兩個特點——第一，受

恩一方沒有資格領受；第二，施恩一方出於愛。 

同樣的，上帝所給人的恩典，也同樣有以上兩個特

點。巴刻在名著《認識神》中說：“恩典是上帝無條件

的、不計較罪人的虧欠而對他們所付出的愛。” 

巴刻如此說，乃是因為上帝的恩典是赦罪的源頭和

動力。福音以稱義為中心，即是上帝除掉罪惡，接納我

們的人格，罪人從被定罪、等候可怕的判刑的罪犯地位，

變成等候繼承極大產業的後嗣地位。這個過程對我們來

說是白白得來、無須付上代價的。但是這對上帝來說，

代價卻極大，因為代價是上帝的兒子（基督）代贖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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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上帝“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

（參《羅馬書》8:32）？正是因為上帝有恩典。作家楊

腓力說：“論到罪人，上帝不會只站在那裡，張開膀臂

說：'來吧。'不，他站在那裡，像浪子的父親一樣等待。

他不僅站著，並且出外尋找，像牧人尋找丟失的羊，像

婦人尋找遺失的銅板。他去——不，他已經去了。但是

無限的父，遠超乎牧人或婦人，踏上了漫長的路——從

上帝變成人——從此路途，他去尋找罪人。” 

恩典是基督教的中心教義之一，也是基督教有別於

其他宗教的觀念之一。誰明白了恩典，誰就知道基督教

信仰的核心。 “恩典是我們這個世界不配有的禮物，也

是這個世界中僅存的好詞，更是每個人內心最深的渴

慕。”      （摘自 OC海外校園） 

 

门没有关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

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弗

3:18-19) 

  英国牛津大学，有一位教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每天举行家

庭礼拜，只有小儿子不信主，常常借故不参加：有一天，在全家

的祷告会中，母亲祷告说：“求神可怜这个小儿子”，他听了很

生气，心里说“母亲不替两位哥哥祷告，偏偏替我祷告！”接着

他因偷了父亲的钱，就留下一张字条给父亲，写着：“我不配作

你的儿子，我走了，再会吧！”后来他把钱花尽了，想想还是回

家吧！但白天回去怕难为情，到了夜里想从窗户爬进去，但所有

的窗户都关得很紧，所以他不得已走到大门前用手轻轻一推，那

知门并没有上闩，一推就开，当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时，看见父亲

在他房里面，就硬着头皮说：“爸爸，大门怎么忘了关上呢？”

父亲拉着他的手说：“我儿！从你离开家的那一天起，大门就一

直就没有关过。”天父也是这样敞开恩门，随时迎接离开祂的浪

子回家。          （摘自基督徒生活网） 

喻

道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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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定忠心和感恩的米非波設 
高平 

米非波設，又名米

力巴力（代上 8:34，代

上 9:40），是舊約聖經

中約拿單的兒子，掃羅

的孫子。也許這個名字

有點陌生，聖經也未記

載他有什麼傑出的成

就，但就是這樣一位在

人看似沒有什麼用的人，卻持有一顆強烈的感恩之心，這

顆心感染著每一位愛主的基督徒。 

一、撒下 9：1-13 米非波設受洪恩 

掃羅不斷與大衛為敵，直至其戰敗陣亡。當時米非波

設只有五歲。他的乳母在急慌逃跑時不慎把他掉在地上，

兩腿成瘸。後大衛登基作王，記念與其父約拿單的盟約，

查找那時還寄居在羅.底巴瑪吉家裡的米非波設。希伯來語

羅.底巴的意思是“無草之地”。不是米非波設去找大衛王，

乃是大衛差人去召米非波設;不是我們尋求 神，乃是 神差

祂的兒子來尋找我們，把我們帶回到 神的家中。米非波設

一見大衛便伏地叩拜。但大衛先是只念了一聲“米非波

設！”我們不妨試想一下當時大衛念這個名字時是什麼樣

的聲音和心情。當人單呼你名卻不說一句話的時候，許多

的意思就都在裡面了。心有餘驚的米非波設答“僕人在此”

后，大衛安慰他說：“你不要懼怕，我必因你父親約拿單

的緣故施恩與你，將你祖父掃羅的一切田地都歸還你，你

也可以常與我同席吃飯”（撒下 9：7）又吩咐洗巴作米非

波設的管家，為他耕田種地，料理產業。王不但沒有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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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將其祖父的所有產業都賞給了他，本覺不配的米非波

設此時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他是白白受了莫大的恩典。

注意到，得了王子尊榮常與王同席吃飯的米非波設，其兩

腿仍是瘸着的。而內心充滿了感激和報答之情的米非波設

又能如何報答大衛呢？他從小便成了孤兒，寄養在別人家

中，很可能也沒有機會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瘸腿，不能為

大衛奔走、打仗。和米非波設一樣，人生下來便是與耶穌

作仇敵的，在靈性上也是瘸腿的，沒有能力與魔鬼爭戰，

不能為基督做什麼。他不但不定我們的罪，反而賜給我們

更豐富的生命，並天上永存的基業。而這浩大的恩典遠非

大衛賞給米非波設的可比，這恩典是主為我們付上十字架

的無比代價換來的。米非波設的蒙恩不因着他做了什麼讓

大衛喜歡的事，乃是因着約拿單。一個罪人在 神的面前，

也是如此。我們在 神的面前本來不該得着祂的眷顧，但是

因着我們的約拿單就是耶穌基督， 神就恩待了我們。聖經

中多處提到“與王同坐吃飯”，盼望我們每一位在 神為我

們樣樣都備齊了的恩典的大筵席上都有份，得享作為他兒

子的尊榮。 

二、撒下 16：1-4米非波設受陷害；  

撒下 19：24-30米非波設受善待 

大衛由於兒子押沙龍的叛亂而逃亡，途中又聽信了米

非波設的惡僕洗巴一面之詞的欺哄和饞毀，使得本想騎驢

與大衛同去的米非波設不能與大衛共患難，他的冤屈看來

不論是跳到哪條河裡也洗不清了，畢竟大衛也只是個肉身

之人。後來押沙龍的叛亂被平息後，以色列人迎接大衛重

回耶路撒冷執掌王權，米非波設也在其中。自大衛逃亡遭

患難的日子，米非波設就一直“沒有修腳，沒有剃鬍鬚，

也沒有洗衣服。”簡略的記載，表露出米非波設內心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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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寡守節、如子守孝的心意，他以此等候王的回來。當大

衛看到米非波設來迎接他時，便問：“你為什麼沒有與我

同去呢？”因為他還不知米非波設和他自己都被洗巴欺哄

了。米非波設向大衛做了簡單的解釋，沒有提餅和酒的事，

其剖白並非為着要得回洗巴所奪取的田地，只是將事實的

真相呈明，並全然未提要求大衛處置洗巴。這一點實在是

難能可貴。可以想見，一個失去了田產並遭受惡人陷害的

瘸着腿的米非波設在生活上會是何等困難。或許他想到自

己和他的祖父掃羅在大衛跟前都應當“算為死人”，他能

夠免去一死，能夠享特殊的尊榮坐在大衛席上已經夠了，

已經是莫大的恩典了，何況大衛還把田產賜給他呢？他似

乎自覺不配要求大衛為他處罰洗巴，想到自己對大衛的虧

欠，以及所領受於大衛的恩典，已然遠遠超過洗巴對他的

虧欠了。無需訴冤，不必辨白，王回來了，就已夠了。所

以，米非波設把審判裁斷的權柄交在大衛王的手中。大衛

曾錯待了米非波設; 但是，我們的主卻永遠不會錯待我們。

在律法面前人人都已算為死了。一個真正知足感恩的人，

必會把審判評論權交還給 神，只有 神才配也才能作出最

公平正確的判斷，而不是任何一個有限有罪的人。基督徒

若真正認識主所饒恕我們的是何等的多，我們所白白領受

的恩是何等的大時，就自然會樂意饒恕他人的虧欠。聖經

並未記載後來大衛如何裁決洗巴，但我們深知主必審判，

且他的裁決必讓人無可爭辯，心服口服。自分別善惡樹的

果子被人越界偷吃之後，所有世人都爭演上帝，相互論斷，

這充滿了人類歷史的每時每刻。而米非波設之所言所思實

在是值得我們學習。 

三、撒下 21：7-8米非波設受保守 

聖經對米非波設的記載還沒有結束。大衛年間，因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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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和他流人血之家，殺死基遍人，一連三年有飢荒。照基

遍人的要求，若要贖這罪，需從掃羅的子孫中交出七個人

來才行。照法理，米非波設必難逃此列。但是，“王因為

曾與掃羅的兒子約拿單指着耶和華起誓結盟，就愛惜掃羅

的孫子、約拿單的兒子米非波設，不交出來。”而另從掃

羅家別的支派中交出七個人來，其中有一人也叫米非波設，

是掃羅的一個妃嬪利斯巴所生。因此，米非波設自始至終

都得到了大衛的保護。如若一个有限有罪的大衛都能保守

米非波設到底，那位為了世人舍了他最愛的至高 神豈不更

是會保守我們這每一個已歸在他名下的人到底麼？“他們

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裡把他們奪去。我父把羊賜給

我，祂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把他們奪去。”

（約 10：28-29） 

四、結語 

真正的感恩必是知足的，必能寬容待人，且會持守到

底，一如米非波設那樣。基督徒的感恩也應當這樣。我們

一生一世都要感謝三一真神，這樣的感恩之情必會不斷地

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和行事的態度，從而對魔鬼式的諂媚

和歪曲不爭辯，對主的忠心不改變。不論斷，不自己伸冤。

從米非波設的身上，看到了 神為我們樹立了一位幫助我們

靈命成長的好榜樣。深願每一位領受了 神無上恩典的弟兄

姐妹，都能像米非波設一樣持守住一顆忠心，常用真道約

束自己的心靈，不讓世界佔據。憂主所憂，愛主所愛，常

常謝恩。不學洗巴作惡僕，學習米非波設作忠僕，在世上

敬虔度日，等候主的再來。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

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      路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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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神 
李亚峰 

請容我在這裏分享一下我對愛神的領會。年多前我在

浸禮見證中曾說及我的抑鬱症，作為一個長期抑鬱病者，

很自然地我會向神祈求醫治，一方面我的精神仍是容易陷

入抑鬱，另一方面我卻相信如果我能夠完全地活在基督裡，

抑鬱的泉源就無法作怪。在我的禱告和與神交流當中，祂

引導我，並且幫助我增強信靠心，當中過程裏我曾經問過

幾個有關的問題： 

愛神的真意又何在？基督徒如何愛神？為主而活與愛

神有甚麼關係？ 

這篇短文是我尋求而得到的理解摘要，這也是神如何

治療我疾病的指引。 

作為基督徒，我們都熟悉基督愛的律法（馬太福音

22:37-40）：“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

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

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這兩條真是非常深遠的誡命，我試試用以下兩節的參

考來帶出其中既難亦易之處。 

十二世紀時伯納德曾寫了一本《愛神說》的書，把人

與神在愛的關係上分成四個層次，在最高的第四層次，人

祇在神之內愛自己。我試試翻譯其中一小段有關最高的第

四層作為參考分享：“在今生，我認為我們不能完全順服

那個戒律（馬可福音12:30）。因為在這裡，心要考慮身體，

靈魂要支持肉體，而力量亦要防止勞傷。因此，我們不可

能把生命的所有都奉獻給神，完全地仰望祂，因為我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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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想滿足我們脆弱和病態身體的需要和願望。只有當我們

有了完全屬靈和不朽的身體時，才能完美地、和平地、可

愛地、完全服從聖靈。在這層次上，沒有任何人的努力能

夠實現：祇有神用祂的大能，把它賜給祂願意賜給的人。” 

現代的約翰派珀曾說：“愛神就是完全滿足在神身上

——不僅僅是在祂的恩賜，而是在神自己，祂的榮耀！愛

神包括遵守祂的一切命令；包括相信祂所說的一切；包括

感謝祂所有的恩賜。但這些都是從愛中滿溢出來的。愛神

的根本是欣賞和享受神的一切。正是這享受使我們所有行

事的回應上真正地榮耀神。” 

這兩個說法是共通的；愛神意味著完全滿足於神；我

們只愛神 (祇在神之內愛自己)。這是既易且難的愛；就因

為“完全”和“只”這兩個字。 

愛神其實與“為神而活”有直接關係。我們對神的愛

最好的表現就是通過我們的行為為祂帶來榮耀。以賽亞書

43章7節：“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

造的，是我所造成，所造作的。”這段經文很明確地顯示

出神為祂的榮耀創造了我們。愛神意味著我們為祂的榮耀

而活。這反過來意味著我們無論做甚麼，都應該牢記着祂

的榮耀。我們需要謙卑，善良並以祂的名義愛人，從而做

到榮神益人。 

我們與神的關係必須是基於愛。我們怎樣從愛中和神

建立更親密的關係？怎樣更自然地發乎心去愛神？很幸福

地我們通過基督成為神的兒女（加拉太書4：6：“你們既

為兒子，神就差祂兒子的靈進入我們的心，呼叫：‘阿爸，

父！’可見從此以後你不是奴僕，乃是皃子了；既是兒子，

就靠着神為後嗣。”）祂是我們的阿爸父。理解並體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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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愛能使我們更接近他。父子關係是人生中最親密的關係

之一，在我們中國人的文化上最是明顯不過。 

如果我們真真正正地成為祂的孩子，我們應該會很自

然地愛天父。這樣子，我們遵行基督愛的律法，就會變得

容易些。我們對神的愛促使我們遵循他的話語和願望，即

使我們內在的罪性要發作時，如果我們能夠發出愛神之心，

從而遵循聖靈的指引，就有機會脫離罪惡，甚至會成功地

做到愛人如己，包括仇敵在內。 

通過基督，我們已經成為神的兒女。他不僅僅是這個

宇宙的創造者和統治者，亦是我們的天父。從這點出發，

我們對祂的愛將會變得更自然和順從，因為祂是我們的慈

父，祂是永恆地愛我們。我覺得這是一條相當簡單的去親

近神的道路：從我們的思考和行動中，做一個值得父愛的

孩子，感受祂的愛，愛他，遵循和尊重祂的願望。我們愛

祂並不是單單因為敬畏祂的大能，而亦因為祂是我們的慈

愛的父親。這些愛的感受令我帶罪的思想和身體起了強烈

的回應。 

基督用兩條誡命，作為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也許，即使只有一條誡命就足夠了。在意義上，第一條誡

命就包括了第二條誡命，愛神就需要我們去愛所有祂愛的

人。我覺得愛神是基督徒的起點，又是過程，更是一生的

目的。雖然我們的罪性令我們不能夠完美和絕對無時無刻

地遵守，但我們必須向這完美的目標前行。當我們被誘惑

犯罪時，或者當我們反思我們的行為時，我們應該問自己

是否愛我們的父，究竟我們已經做過或將要做的事會否令

祂失望！ 

我們要反思神的愛，感受它。當我們祈禱時，不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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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父”在內心作開始，感受到神的慈愛，自然地傾

訴心聲，請求神寬恕和幫助我們向愛的目標前進。生活言

行上，盡量表達愛心，因為這會反映出我們對阿爸父的愛。

我們對神的愛體現出我們是祂的兒女，亦體現出基督在我

們生活上的位置。當我們跌倒時，學習並請求神的寬恕。

神的愛無所不至。我們愛祂，因為祂不僅是宇宙的主宰,更

是我們的愛父。祂愛我們，神就是愛。 

感受到神就是我們的愛父，我心中得到多麼的安寧和

快樂，從而我亦得到了治療。 

 

聪明的选择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

在基督里面。”(西二：9) 

从前、某皇帝不喜欢皇后，就对她说：“从明

天开始，我要与你离婚，不过，这皇宫里的一切，那一件

是你看为最宝贵的，你可以拿回家去。” 

那晚上，皇后要求皇帝最后一次饮宴，她用酒灌醉了

丈夫，然后用轿将他抬回娘家。翌晨、皇帝醒来，很诧异

自己竟睡在平民的屋里，就问坐在旁边的皇后，皇后答道：

“你不是说任我将皇宫内最宝贵的拿回家去吗？我看你最

为宝贵，所以把你抬回家来。”皇帝嘉其聪明，就与她和

好如初，携手再入宫廷。她因为有了皇帝，其它一切也都

属于她了。 

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

祂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么？     （摘自基督徒生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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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書 
成輝營牧師 甯學勤師母 

 

亲爱的代祷同工： 

刚信主时，有一种神奇的

感觉:"我找到爸爸了！” 家父一

向爱我，生活也平静幸福，为

何这么想呢？本周崇拜时，教

會吴传道的一句话，才使我明

白过來，他说：「人类离开伊

甸园后就失了天上的父亲，等

到认识上帝，寻得心灵的父，

接受耶穌才重回了家。」我们

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走在这条回

家的路上。 

2017 年逝去，我们距离永

恒之家更近一程了。年初，辉

營的眼疾使得他在失明的黑暗

中煎熬了三个多月。可是，这

苦难却使得家人的心益發凝聚，  

26 见证分享   Testimony 

 

聖潔—-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彼得前书 1:16） 

快樂—- 

「以耶和華為

樂，他就將你所求的

賜給你。」（诗

37:4） 

健康—- 

「我願你凡事興

盛，身體健壯，正如

你的靈魂興盛一

樣。」（約參 2） 

和睦—- 

「因他是我們的

和睦」（以弗所书

2：14） 

 



 

 
 

 

 

连鲜少来电的小叔，内弟都來電 频频致候，教会的弟兄姐

妹更是含泪为他祷告。行醫 44 年的犹太老医生感謝有这么

多人与醫者同工，对身旁的同事说：“你知道这位是牧师，

他有 Divine Intervention（神圣的介入）。” 辉營说：感谢

上帝，感谢弥赛亚！他很是詫異的反问：“弥赛亚到来了

吗？” “他来了！就是耶穌！”在圣诞前夕有这样的对话，多

么不寻常啊！加上另一位視網膜专科陈医生，都是靠近父

家园的人了。我們常感謝他們使牧者重見光明，也求聖靈

開他們的心眼，得以認識耶穌。 

夏初，在本市举行了“Home Coming”（回家）大型聚

会，確是一大盛事！是福音事工振衰起弊的契机，真要感

谢主！不但本地事工，連外地的宣教也是鼓勵眾人：三𠒇

加慶帶著另外一位青年 Micheal，加上大嫂赴加勒比海的馬

丁尼島，帶領青年人的營會。在幾乎辦不成的情況下聖靈

大大動工，十多位青少年流淚接受主、連頑劣的也認罪悔

改。2018 年己接受邀請再次前往，盼望代禱，祝福這成立

不久的堂會。短宣隊員本身也受建造得益! 

感恩节，在南岸华人群居的地区，與滿地可堂、滿恩

堂合作成立了另一新堂——主恩堂，这是弟兄姐妹辛勤的

耕耘，更是庄稼主打发人收割祂的荘稼！ 

春秋兩季，我们联袂返台，一方面让老母亲安心，一

方面㝷亲訪友。特别感恩能找到加樂，加榮两兄弟的表弟

開匀。他们都是小小年纪失去生母。開匀与我们多年没有

联络。如今，看着這个英挺阳光的年轻人，真叫人喜欢。

学勤说： “你母親是很好的基督徒，她走时，你多大

呢？” “五岁，還沒有機會認識她！＂。唉，人生多少无奈

啊！只盼他早日信主，以后到天家見了母亲，他一定惊讶

的说 “哦，你在这里好得無比！”   另外，还找到夫妻反目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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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弟妹，带她回奶奶身边，婆媳竟能把手谈笑，闲话家

常。我們一同唱詩祷告，作小小的家庭礼拜，这也算得上

是一段佳话了！親人給予許多関愛，這都是我們服事的助

力。 

教会推动背诵整卷希伯來書，加惠的男友，也鼓励他

的父亲参加。前几周，全家由美来本市旅遊。臨走时，辉

營用中文背诵了希伯来书十三章 20，21 節。小伙子用英文，

他父亲就用西班牙文。他说：“没想到自己一把年纪还可以

记得住。” 大家互相祝福祷告，那一刻真犹如天上人间，好

不溫馨！ 

新的一年，教会的主题是：“建造神的殿；委身神的家”。

我们自己先住在神里面，連於元首，连於肢体，从而建立

自己，成为天国人才。敬愛的院長林道亮，耳提面命的浓

浓乡音仍然蕩漾在心頭：操練“作得胜者＂。生活裡多少身

邊的人、事、物都是砥礪我們，造就我們的工具，過程是

苦的，結果是甜的。沒有捷徑。這是十字架討厭的地方；

也是迷人的一處。 

我们有了属天的生命，但生活仍是日日有挑战。先建

造神殿於內心，才能有外在的殿堂；要委身自己的小家、

從而帶著家人委身上帝的家。 

近一、二年来，我們家人年終相聚，都會去郊外幽静

之处，全家大小聚在一起办愛修会。前年，聚会刚结束，

详媳妇就渴望何时再能相聚，可见是身體靈性得益的好事。

但安排也頗費週章，到 2017 年，由于时间仓促，只可以过

一夜，大媳觉得不好安排，我们说：“去繁就简吧，目的只

是要安静（Silent retreat）退修。 ” 她不解，  我们说：

“Lectio Divina－禱讀＂, 她更疑惑了。“当晚，只需各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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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的东西带来一点即可。把对肉体的体恤降到最低，不

要增加额外的工作量， 旨在经文中遇见主；空間上靠近親

人。” 飯後我們用一分钟闭目數算呼吸，真的能安静下来，

想起古人說的眼觀鼻、鼻覌心。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

牧师爷爷带大家读诗篇 25，不分享，不讨论，将結論化作

祷告、默想一小时。第二天，我们再欣然上路，相信这是

一个好的开始。脑子用少些，心灵用多些，浸润出神的同

在来。 

吃早餐时，老二问我们兩老对晚辈有何期待。想起了

多年前的四 H：Holy 聖潔丶 Happy 快樂，Healthy 健康，

Harmony 和睦。聖經经文： 

聖潔—「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得前书

1:16） 

快樂—「以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所求的賜給你。」（诗

37:4） 

健康—「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

一樣。」（約參 2） 

和睦—「因他是我們的和睦」（以弗所书 2：14） 

您們的近況，時在念中，盼得聽聞！謹此 

敬祝全家安好，得神眷祐！            

       成輝營 

       甯學勤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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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見證分享 
胡吉 

尊敬的教會

兄弟姐妹們，你

們好！ 

我叫胡吉，

來自天津。 2009

年來加拿大探過

親，2015 年 11 月

27 日辦了移民，

來加拿大和兩個

女兒團聚。這期

間二女兒、女婿

經常帶我們來教

會參加一些活動，深深感受到教會的溫暖，兄弟姐妹們的

熱情。今天我和老伴兒心情都非常高興，因為我們在復活

節剛剛受洗了！ 

下面代表我的家人講幾句，2016年 10月我得了中風，

身體受到一定影響，走路不方便，說話也不太利索，給家

裡的生活添了一些麻煩。但在這段時間裡感謝教會，甘牧

師、吳牧師以及很多的弟兄姐妹對我的關心，到醫院或是

到家裡來探望我，為我們禱告，為我們祝福！還把我的名

字放在教會主日每週的代禱名單裡。在患病這個過程中我

經常在心裡默默地禱告，求主的保守和醫治，使我的身體

慢慢得到恢復。我的禱告就拉近了和主的距離，我接受了

主的福音，感受到主的愛。使我心中有了神，神的光輝普

照著大地，溫暖著日月星辰，滋潤著青山綠水。在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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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每一天都是喜樂的，都是幸福的。 

這些天吳家興牧師和師母還親自上門為我們教授“新

生命課程”，通過學習讓我真正感到耶和華是我們的神，

耶穌是我們的主，是我們的指路明燈。我也明白了自己是

一個罪人，是神用他的生命、他流的寶血替我們贖的罪。

神的愛給了我們這麼多的恩典。是我的心中有了神，我愛

神！我願意依靠神！求神接受我，帶領我前進！ 

在今後的生活中，我要學習神的話語，修煉提高自己，

求神在我的生命裡做工、保守。 

復活節我們剛剛受洗啦！以後要按照神的教誨，洗淨

我們的心靈，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做一個合格的基督

徒。 

尊敬的兄弟姐妹們，今天我的心情很激動，很高興！

我要感謝我的天父耶和華，感謝教會，感謝牧師和弟兄姐

妹們，來見證我和我老伴兒受洗歸入基督！這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天，是我們的神、我們的天父賜給的！ 

我最尊敬的天父，我愛你！阿們！ 

最後祝愿我們的教會越來越好！兄弟姐妹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同享主恩！ 

 

受洗見證分享 

武振英 

尊敬的兄弟姐妹們，大家好！ 

我姓武，來自天津。 2015 年 11 月團聚移民來到加拿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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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夏天，我們來這裡探親，還參加了教會的夏令

營，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接觸到福音，也埋下了一顆種子。

這兩年我們的女兒、女婿經常帶我們來教會參加一些活動，

還參加了香柏團的一些團契活動。每一次來教會心情都是

高興的，感

受到教會大

家庭的溫暖，

兄弟姐妹的

熱情。看到

女兒一家以

及弟兄姊妹

們的教會生

活，也聽了

很多的見證

分享，使我

內心逐漸認

識了我們這

位神，也慢慢地接受了這位神，感受到這位神真的是一位

又真又活的神。 

2016年 10月，我的老伴兒，患中風住院，我就從禱告

開始，向神祈禱，求老伴兒的身體盡快恢復。在神看顧和

保守下，我對神的信心一步步增強，我感受到內心與神之

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到今天，當我內心有任何的事情，

我都會向神禱告，求他的保守，他就是我的依靠！ 

通過吳牧師和師母講解的新生命課程，內心感覺到主

就在自己心中，我承認我是一個罪人，我求主耶穌赦免我

的罪，我願意接受主耶穌作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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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我的一生。我決心一生跟隨主，信靠主！我很高興將要

開始做一個新造的人！ 

我受洗之後，要事奉主耶穌，善待家人和朋友，以及

教會的弟兄姐妹，活出更有意義的人生。信主後在教會，

家庭等生活中，更加喜樂！ 

今天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紀念日！ 

感謝兄弟姐妹們，感謝我的家人，感謝牧師，感謝天

父，阿們！ 

 

父母歸入主基督 
胡志華 

神所賜的總是超過人的所求所想，他實在是給了我們

意外的驚喜，在他認為最合適的時間裡爸爸、媽媽信主了！

神的恩典真的夠用，沒想到爸爸、媽媽這麼快就決定接受

耶穌做他們個人的救主了！原本，我還問是不是等我姐姐

秋天從國內回來再受洗？但爸爸很堅定地說：“不等了！” 

哈利路亞！神真的是太奇妙了！神的時間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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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日，復活節！這一天，我最親愛的爸爸、

媽媽，在耶穌基督寶貴的十字架前，在吳家興牧師的帶領

下，鄭重向神說；“我們相信主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為

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受難，使我們的罪能夠因著相信主

耶穌而被上帝赦免！心里相信主耶穌基督在受難後第三天

從死裡復活。我們願意在眾人面前認耶穌為主，並且接受

他成為我們個人的救主！” 

在父母的一句句“我相信！我相信！我願意！我願

意！”的話語中，我感動得熱淚盈眶…… 

接著，家興牧師宣布：“因你們口裡承認耶穌是主，

心裡信神讓他從死裡復活，接受耶穌成為你們生命、生活

的救主，我就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給你們施洗！” 

施洗後，全場響起了“他是主”的歌聲和熱烈的掌聲！大

家熱烈祝賀我們的大家庭中又多了幾位神的兒女！ 

受洗後他們和另外受洗的彭曉燕和宗玲兩位姊妹一起，

領受了信主後的第一次聖餐！甘牧師再一次為他們講解了

聖餐禮的意義並一起禱告。吃餅喝杯，紀念耶穌為我們而

捨的身體，為我們的流血犧牲！“求主祝福這餅和杯，使

我們在餅和杯上與你有份，生命上與你有份。” 

在回家的路上，媽媽在車裡說，當她喝杯的時候，不

知怎麼心裡就很難受，眼淚就止不住，我們都說一定是聖

靈進入了媽媽的心，與她同在，才會有這樣的感動！真是

太奇妙了！哈利路亞！讚美主！ 

我父母移民加拿大只有兩年多的時間，在國內也沒有

接觸過基督教。從父母親信主的經歷，我實在是體會到天

上父親的憐憫和慈愛，不然，以父母的背景給他們傳福音

和信耶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在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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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和師母每次給他們教授的“新生命課程”中，他們學

習得很認真！爸爸還認真地完成，一筆一畫地書寫課本中

的練習！通過學習更讓他們加深了對聖經、對主的認識。

當然禱告和神做工是最最重要的，哥林多前書 12:3 若不是

被聖靈感動的，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爸爸在 2016年 10月

突患中風，在患病過程中爸爸、媽媽經常在心裡默默地禱

告。在主的保守和醫治下，使爸爸的身體慢慢得到恢復。

禱告拉近了爸爸、媽媽與主的距離，接受了主的福音，感

受到主的愛！弟兄姐妹彼此同心合意的禱告也讓他們感動！ 

洗禮是因信蒙恩歸入基督的記號，是神赦罪的日子，

也是領受聖靈的日子，對基督徒而言這是一個偉大的日子，

快樂的日子，我願大家和我一起分享這份快樂，銘記這份

幸福！ 

所以弟兄姐妹們，在這裡我鼓勵大家藉著禱告放心大

膽地向你的家人傳福音，在他豈有難成的事！只需要我們

放膽無懼地傳揚福音，他必定會在最合適的時間成就所有

關乎他一切的事，榮耀歸主，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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